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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本計劃探討高雄都會區的客家人士在語言轉移和語言抉擇方面的狀況，觀察

的焦點包括下列議題：(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二)語言轉移的頻率、(三)影響

個人語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四)「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

本計劃延續了我們之前的研究作為，但是在研究的目標導向和觀察焦點上試圖

改弦更張，以便達成下列目標： 

1.選定上述人士做為參與者，針對他們在都會區的語言抉擇情況進行場域分

析。 

2.檢視參與者向閩南語、國語轉移的頻率和幅度。 

3.確認影響參與者語言轉移的內在變項(如情意因素、認同感、心理距離等)和外

在變項(如經濟因素、教育因素、族群因素、政治因素等)。  

4.探討參與者對於「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主張抱持何種觀點。 

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本計劃選定高雄都會區做為研究地點，原因在於該地區是族群互動、語言接

觸相當頻繁的環境。透過客家友人、客家機構、政府部門的引介，我們挑選了

適合的客家人士共61名，以做為研究對象。參與者以中老、年齡層的人士為

主，四十歲以下的人士為輔。這樣的取樣方式主要是考慮到中年以下，特別是

二十歲或更年輕的參與者在母語習得上大都未臻完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近乎是

洪惟仁(1992)所描述的「國語人」，或者認定國語為母語，或者出現雙母語和三母

語的情況，我們不能不謹慎以對。 

本計劃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檢核表和焦點訪談。我們透過前者建立每一名受

訪者的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等項目。至於焦點訪談，其

問題主要是環繞在四項主要構念(construct)，包括(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二)

語言轉移的頻率、(三)影響個人語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四)「語言即權利」

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在設計和編訂這兩項工具時，我們曾認真求教於客籍

人士和語言學專家，以確保良好的內容效度。  

二、預算支用情形：  
主持人在執行本計劃的過程當中，細心控管客委會所補助的研究人力費、耗

材、物品及雜項費用等品項，力求合理支用。在計劃到期之前，全部經費已經妥

善用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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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整體而言，本計劃達成之具體成果大致如下： 

1. 挑選了適合的客家人士共 61 名，以做為研究對象，針對他們在都會

區的語言抉擇情況進行場域分析。 

2. 檢視參與者向閩南語、國語轉移的頻率和幅度，並進行統計考驗，確

定其出現顯著差異。 

3. 進行統計考驗，確認影響參與者語言轉移的內在變項如情意因素、認

同感、心理距離等，以及外在變項如經濟因素、教育因素、族群因

素、政治因素等。  

4.探討參與者對於「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主張抱持何種觀

點，提供檢討。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1. 計畫執行到中途，原有的兼任助理因為遠赴異地謀職，辭去助理職務，

對於計畫之進度有所影響。 

三、建議事項： 
1. 在設計焦點訪談的問題時，有必要評估其對於參與者理解上是否產生困難，

以免實際訪談拖延時間。 

2. 焦點訪談之成功，有賴訪談者具備良好的溝通技巧，甚至必須對於客語的各

種腔調略知一二，對於國語乃至閩南語掌握自如，才能因應不同之參與者的

語用特性和表達上之限制。 

四、結論： 
 見研究成果全文之五、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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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研究目的 

本計劃探討高雄都會區的客家人士在語言轉移和語言抉擇方面的狀況，觀察

的焦點包括下列議題：(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二)語言轉移的頻率、(三)影響

個人語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四)「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

本計劃延續了我們之前的研究作為，但是在研究的目標導向和觀察焦點上試圖

改弦更張，以便達成下列目標： 

1.選定上述人士做為參與者，針對他們在都會區的語言抉擇情況進行場域分

析。 

2. 檢視參與者向閩南語、國語轉移的頻率和幅度。 

3.確認影響參與者語言轉移的內在變項(如情意因素、認同感、心理距離等)和

外在變項(如經濟因素、教育因素、族群因素、政治因素等)。  

4.探討參與者對於「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主張抱持何種觀點。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點 

本計劃選定高雄都會區做為研究地點，原因在於該地區是族群互動、語言接

觸相當頻繁的環境。另外，誠如洪惟仁(1992)、鄒嘉彥、游汝傑(2007)所言，閩

南語在台灣南部明顯擴大了它的社會功能，在高雄地區更是活力旺盛。特別是在

政治領域之中，此一方言的語言功能持續增強，甚至可以和國語相互媲美。在這

樣的環境當中，來自弱勢方言的客家族群在語言轉移和語言抉擇上有可能會以閩

南語做為依歸，和台北市或新北市的客語人士大都以官方語言為馬首是瞻的情況

或許有所不同，值得一探究竟。 

(二)、研究對象 

本計劃採質性研究為主的設計，透過客家友人、客家機構、政府部門的引

介，挑選適合的研究對象。我們所挑選的61名參與者以中老、年齡層的人士為

主，四十歲以下的人士為輔。這樣的取樣方式主要是考慮到中年以下，特別是

二十歲或更年輕的參與者在母語習得上大都未臻完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近乎是

洪惟仁(1992)所描述的「國語人」，或者認定國語為母語，或者出現雙母語和三母

語的情況，我們不能不謹慎以對。表1所列為參與者的基本資料。 

表1、參與者的基本資料(n = 60) 
變項 層級 人數 變項 層級 人數 

1.性別 
(1)男 31 

3.教育程度 

(1)未就學 0 
(2)女 30 (2)國小 2 

2.年齡 
(1)20歲以下 2 (3)國中 3 
(2)20-40歲以下 18 (4)高中職 7 
(3)40-60歲以下 27 (5)大學(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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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歲以上 14 (6)其他 11 

(三)、研究工具 
本計劃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檢核表和焦點訪談。我們透過前者建立每一名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等項目。至於後者，訪談

問題主要是環繞在四項主要構念(construct)，包括(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二)

語言轉移的頻率、(三)影響個人語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四)「語言即權利」

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在設計和編訂這兩項工具時，我們曾認真求教於客籍

人士和語言學專家，以確保良好的內容效度。主持人和助理並曾親自拜訪母語教

師，央請其傳授使用客語訪談和發問的要領。 

  

三、研究之理論分析架構 

本計劃所採用的理論架構取自社會語言學的若干核心觀點、假說，包括語言

轉移(language shift)、語言抉擇(language choice)這兩項重要概念。McKay and 

Wong (1988)、T’sou (1973)曾經指出，這兩者和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語碼混

合(code mixing)、雙言現象(diglossia)等語言行為息息相關。鄒嘉彥、游汝傑(2007)

曾提出「城市雙重方言制」的觀點，用來描繪都會地區中的優勢和弱勢語言(方

言)的消長狀態。其他學者如羅肇錦(2000)、張屏生(2007)、鍾榮富(2011)則關注

客、閩混居的語言地區所普遍存在的語言轉移和借用的現象，以及客語屈服於國

語或閩南語勢力的無奈實況。 

本計劃也納入場域分析(domain analysis)和語言規劃導向方面的相關理論，期

能對於研究主題具備更周延的認識。場域分析的觀念乃是由知名的社會語言學家

Fishman (1964, 1965, 1968)所倡導，為的是替語言轉移、語言抉擇的學術探究開

啟先河。Greenfield (1972)、Parasher (1980)、曹逢甫、黃雅榆(2002)都曾引用此一

觀點來探索不同背景的母語人士如何依據制式的語境(institutional context)，乃至

「高階埸域」(high-domain)、「低階埸域」(low-domain)的判定，妥善運用不同的

語言或是語言的變體來達成特定功能或目標。至於語言規劃導向方面，我們主要

是依照 Ruíz (1988)的「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來設想研究議題，

並參酌張學謙(2011)對於公領域之官方語言規劃的見解，思索客語在台灣社會中

存在的意義，以及可望提供的貢獻。 

 

四、重要發現 

在以下的小節和段落之中，我們將依照本計劃所選定的四項研究議題，扼要

敘述量性和質性資料分析的結果。  

(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 

此一議題的目的在於探究參與者面對特定的場域時，會使用什麼語言來當作

主要的溝通工具，藉此評估他們的語言抉擇情形。我們所調查的語言包括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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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閩南語，語言場域則包括私場域如家庭、朋友聚會、和住家鄰居等場所或

地點，以及公場域如教育場所、政府機關、和職業聘僱單位等。 

表2、參與者在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情形 (n =61) 
場域\語言 國語  客語  閩南語  
私場域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家庭 42 67.7% 39 62.9% 13 21.0% 
朋友聚會 42 67.7% 32 51.6% 31 50.0% 
住家鄰居 30 48.4% 16 25.8% 40 64.5% 
場域\語言 國語  1客語  閩南語  
公場域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教育場所 58 93.5% 13 21.0% 11 17.7% 
政府機關 58 93.5% 12 19.4% 17 11.5% 
職業聘僱單位 48 77.4% 15 24.2% 21 34.4% 

 
表2所呈現的是全體61名參與者在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情形。就每一種語言

在特定場域中的使用人數和百分比來評斷，國語在高雄市都會區仍然是首屈一指

的優勢語言，除了住家鄰居場域之外，使用的參與者均超過半數，而教育場所、

政府機關尤其為然。其次，客語是家庭成員交談和朋友聚會時的主要溝通語言，

其使用人數和百分比皆超過半數，但是在住家鄰居場域中，其功能則委由閩南語

代勞。參與者或許是因為其客家身分的緣故，同樣將閩南語定位成私場域的用

語，但主要是在住家鄰居交往時派得上用場。另外，閩南語在公場域的使用人數

不如客語，唯一的例外是職業聘僱場域。 

質性分析的結果顯示，參與者在不同場域中的語言抉擇大致呈現出因人而

異，因時制宜的傾向，或是如參與者 CFY 所說的，「看對象說話」，以確保相互

理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做為主要的考量。年紀較長者有可能會將三種語言都

派上用場，反觀年輕世代的語言抉擇則顯露出「公私不分」的傾向，不論公、私

場域，大都仰賴國語做為主要或是唯一的溝通用語。參與者 DRC 年近四十，他

便是這樣一個近乎「國語人」(洪惟仁，1992)的典型案例。他年幼時曾在屏東的

某ㄧ客家鄉鎮住過三年左右，因此客語是他第一個習得的語言。之後，他返回父

母的高雄市住家，自此在公、私場域的主要用語逐漸轉向國語，連家庭也不例

外。DRC 只有在和朋友、鄰居交談時，或是在所經營的汽車保養場工作時，才會

穿插使用閩南語。訪談過程中研究人員使用客語發問，他屢屢因為不確定問題內

容而要求使用國語澄清。 

反觀參與者 LCG 年過六十，卻活力四射，堪稱是一名不折不扣的「客語優先

論」的信奉者。他對於母語的偏好似乎不會因為公、私場域的不同而有變卦。即

便是在教育場所，他仍然選定客語做為溝通語言的首選標的，有時候甚至會堅持

先使用國語，然後翻成客語。在政府機關、職業場所，他的作風依然如此。 

(二)、語言轉移的頻率 

我們接著分析參與者平常和人交談時，是否曾經選擇不使用客語，轉用閩南

語或國語，以及其頻率各自為何。我們將語言轉移的頻率設定為1-5的選項，1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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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頻率非常低」，5代表「頻率非常高」。透過單一樣本 t 檢定的程序，我們發現

參與者轉用閩南語、國語的頻率平均數為2.51、3.52，標準差則為1.59、1.38，t = 

12.25, p < .05。這些數值證實參與者轉用國語的頻率高於閩南語，而且兩者之間

的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我們不妨試觀參與者 LGH 的經驗，便知分曉。他轉用國語的頻率遠高於閩

南語，因為他自己所接觸的對象年紀相仿，大都使用國語當作共同語言，很少涉

及閩南語。他年輕時就讀軍校，現在的住家又位於眷村，因此轉用國語的頻率近

乎5(百分之百)。LGH 透露，他的語言抉擇和語言轉移傾向主要是受限於環境因

素，而且他也和一般客家人沒有兩樣，會設法適應外在環境，和周邊的強勢語言

「和平共處」，「不會去拒絕、去排斥；就是說，較隨和。」  

若干參與者之所以在公開場合避免使用客語，轉而使用閩南語，似乎有些形

勢比人強，不得不然的現實考量。HYC 曾在公部門服務，對於此一現象感觸良

多。基於業務緣故，她必須經常和基層民眾有所接觸，被迫接受庶民的語言，無

所脫逃。 

(三)、影響個人語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 

我們透過談問題，詢問參與者那些因素會造成他們轉用閩南語、國語，而不

使用客語。我們所選定的因素包括內在變項如(1)情意、(2)認同感、(3)心理距

離、及(4)其他因素，外在變項則包括(1)經濟、(2)教育、(3)族群、政治、及(5)其

他因素。在學理上，這些都是造成個體出現語言轉移傾向的心理、環境因素。 

透過卡方考驗，我們發現不同年齡的參與者會受到心理距離因素的影響，出

現向閩南語轉移的傾向，皮爾森卡方值為8.85，p < .05；至於各種外在變項，其

影響力並不顯著。至於轉用國語的情況，我們察覺不同性別、年齡的參與者會受

到情意因素的影響而轉移，皮爾森卡方值分別為10.35、10.47，p < .05。關於外在

變項部份，不同年齡的參與者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轉移，皮爾森卡方值為

8.91，p < .05；同樣地，不同教育程度的參與者也會受到經濟、教育因素的影

響，出現轉用國語的現象，皮爾森卡方值分別為9.20、9.63，p < .05。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親耳聽聞不少參與者聲明，他們只有在使用客語才會有

親切感，和交談對象拉近彼此的心理距離，感覺到有「一點鄉親的味道」(受訪

者 CYH 的敘述)。即便如此，多數的參與者仍然務實看待不同語言的溝通效能。

參與者 LSF 主要的考慮因素是「順口」或「表達流利」。身為北客，她遠離家

鄉，不免感嘆「我的北部親戚都沒有接觸啦」，「沒對象可以講客語呀」，「兒子也

變成了河洛人了」，因此她轉用閩南語的頻率將近百分之百。參與者 CTW 轉用閩

南語的頻率顯然高於國語。據她表示，自己一般很少講國語，只有和兒子交談時

例外。她轉用閩南語主要是心理距離、經濟、教育、環境等因素的關係，而且在

語言使用上顯露出從眾性。她直言：「大部分人講什麼話，我就講什麼話。」至

於她轉用國語，其實是受到認同感、心理距離、教育、政治等因素的影響。 

參與者 HYC、DSR 對於轉用閩南語並無良性的情意因素，反而心存某些惡

感。HYC 曾經結交一名男友，對方父母知道她是客家人，竟然反對兩人交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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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還是堅持自己的語言。至於認同感因素，她則承認那是一種向多數族群靠

攏，不得不然的「強迫性的認同感」。如果是轉用國語，則比較沒有這樣一波三

折的難處，主要是著眼於該語言身為共通語言的方便性。她並戲說道：「『隱藏的

客家人』說不定也是看重語言的方便性，因此一點一滴放棄客語。」。DSR 因為

擔任教職，嫁給外省人，再加上自認閩南語講的「很不輪轉」的緣故，因此在

公、私場域的交談用語幾乎都是以國語為限。她曾經目睹特定人士強迫推廣閩南

語的舉動，對於閩南語的情意、認同感因而大為降低，甚至口出「福佬沙文主

義」的批評。面對國語時，她的觀感則較為正面。 

(四)、「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 

絕大多數的參與者對於這兩項觀點都表示欣然接受。受訪者 CYH 已經年過

七十，相當肯定多語社會的理想，也認為多語本領可算是社會的資源。他能說客

語、閩南語、國語三種語言，曾在造船公司待過25年，藉由流利的閩南語，和同

事相處融洽，使他們「不再嫌棄客家人不容易相處」。他告訴訪談人員說：「[閩

南語]咱做夥久啊，[國語]那族群就會沒有磨擦了啦…」(中括號裡所標示的語言

代表交談者的用語。)CYR 正值青春年少，卻不免憂心臺灣社會出現單語主義的

怪象，因為「有越來越少人會講母語或是在地語言，最終大家都會在語言使用上

出現同化的趨向。」 

有趣的式 WFY 並不贊同「語言即權利」的觀點。依照她的說法「客家人的族

群語言或母語根本不算是，也難以構成客家人的一種權利」。但是她相當認同

「語言即資源」的觀點，主張客家人應該勇於在大庭廣眾的場合使用母語，讓客

家人士「在這個社會可以佔有一席之地」。她進而指出，客語能力可以當做外

交、外貿上的一種助力，像是台商到東南亞擴展業務，新加坡的工廠遇在簽約時

遇到客家人，「馬上[閩南語]阿莎力[客語]簽下去」。另一名參與者 CTW 同意每一

個人對於族群語言或母語都擁有一定的權利，但是她卻不樂見臺灣的語言政策淪

為表面上看似一視同仁，其實是輕重不分的結局。她批評說： 

[客語]其實…因為我們台灣沒有很大嘛，那你這個族群…每一個族群的話

都變國家的語言，…這樣太複雜，…啊！原住民又那麼多族，那你編教

材又要那麼多人，不要做得那麼複雜啦。 

 
CTW 的剖析坦率而富有見地，聽來十分發人深省。 

 

五、結果與討論 

本計劃調查都會區的客家人士在語言轉移和語言抉擇方面所呈現的現象，關

注的議題包括：(一)不同場域的語言抉擇、(二)語言轉移的頻率、(三)影響個人語

言轉移的內、外在變項、(四)「語言即權利」和「語言即資源」的觀點。研究結

果發現，身為都會地區中的少數言語社群(speech community)，客家人士難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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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語、閩南語靠攏，避免使用客語的行為傾向。這種不由自主的舉動毋寧是一

種形勢比人強的結果，它牽涉到若干複雜的外在因素如語言勢力的消長、語言地

位的高低、語言功能的優劣等，也和個體所抱持的價值評估、認同程度等變項息

息相關。 

都會區域本身自成一個特殊的語言生態系統，而都會化往往也是造成語言差

異的催化劑或導火線，對於少數言語的群體不無影響。若仔細審視參與者的訪談

回應，我們不難發現他們在面對優勢和弱勢語言(方言)的分野時，大都採行語言

調適的想法或做法，顯現出向強勢方言或官方語言轉移、靠攏的傾向。這種逆來

順受的作風確保個人或族群得以在混雜交錯的多語環境中安身立命，甚至擁有追

求向上之社會流動的可能性。但時日既久，也可能造成年輕世代欠缺母語的忠誠

感，把客家語言的流失、客家文化的萎縮視為無傷大雅的瑣事。 

語言學家 Giles, Bourhis, and Taylor (1977)曾主張「語言族群活力」的觀點，認

為這種活力是促使某一個族群表現特色、積極活躍的一項因素。他們並且提到，

語言地位、人口分佈範圍、及機構性的支持構成了某個語言活力強弱的三種標

準。我們不難推想，這些指標對於語言轉移、語言抉擇在在都會產生影響。有識

之士在提倡「語言即權利」、「客語即國語」的訴求之餘，似乎也有必要積極行

動，設想如何落實「客語即資源」的主張，激發客語的旺盛活力，使其可長可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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